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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公丌了 -种旋转活塞发动机， 包括缸体 （1) 、缸盖 （15 ) 、两组活塞 （3A,4B) 和离合器 （10，42) ，¾

中两组活塞 （3A, 4B) 分别设置在底座和活塞轮毂 （63 ) 的外径上，离合器包拈安装在活塞轮毂内径中的单向超越

离合器 （10 ) 和安装在活塞轮毂外侧面上的空心轴 （32 ) 内径中的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2 ) , 任意一组活塞旋转

时，进气、 缩、做功和排气同时进行， -组活塞压缩行程结朿时的位置在燃烧做功行程的另 -组活塞的后部，从

而缓和活塞旋转惯性力。该旋转活塞发动机的结构简单、紧凑并且可实现 好的密封性。



旋转活塞发动机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内燃发动机，特别是涉及一种旋转活塞发动机。

背景技术：

现在国内外实用的内燃发动机主要有往复活塞式发动机和三角活塞旋转式发
动机 （简称转子发动机）往复活塞式发动机效率低只有 40%左右而且比重量 G/Ne

高，升功率 Ne/zVh 低、排污多。转子发动机比往复活塞式发动机 G/Ne 低等好

处可是密封不好，压缩比不能高因此到现在为止没能做成柴油发动机，同排量
时输出扭矩小，使用性能不如往复活塞式发动机，因此没有普及使用。为克服
上述缺点前人们发明了多种旋转活塞式发动机可是都没有实用，因为活塞走、
停、走的结构时惯性力和活塞和主轴的接合与分离问题和要得到可变容积工作
室时消耗能量即效率降低、结构复杂。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旋转翼活塞发动机 （简称转翼发动机）结构是主要由密封的缸体内
里交叉安放翼状的两组活塞、主轴和离合器、离合器拔爪的拔动部件和制动器
组成。

两组活塞轮毂上各连接空心轴，空心轴内径里安装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此
离合器内径里安装主轴，两个活塞上的空心轴和主轴的轴线是同一线，主轴连
续旋转时两个活塞轴是各 自独立圆周角度旋转，轮流与主轴接合旋转或分离停
止。

一组活塞停止时缸体内空间隔离成两个以上的封闭空间，在此空间内另一组
活塞与主轴接合角度旋转工作迸气、压縮、做功、排气同时进行做功完的活塞
组停止时的旋转惯性力是下一次另一组活塞做功时的燃烧压力来消除。

上述结构使活塞没有对缸体冲击力，密封性好、整机振动小、总容积与排量
之比高，而且离合器和制动器组成走、停、走的结构是解决了活塞停止时与主
轴分离问题，因此能制造性能更好的旋转活塞发动机。

先说明柴油转翼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柴油转翼发动机的结构是图 1 所示缸体 1 内 A 组活塞 3 此活塞轮毂上有翼状
的 A1 和 A3 活塞，B 组活塞 4 此活塞轮毂上有翼状的 B2 和 B4 活塞，A、B 活塞
组互相交叉安放在缸体内只能在两个活塞之内角度旋转不能超越而且一组活塞



与主轴接合旋转时另一组活塞与主轴分离就是作间歇旋转。

单向超越离合器 10 是外环主动 （活塞侧）内环从动 (主轴 2 ) 的，安装在活
塞轮毂内，另有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 2 是外环从动 （活塞侧 ) 内环圭动 （主轴
2 ) 的，安装在活塞空心轴内径里，就是 A , 活塞组各安装一个单向超越离合
器和一个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A、B 每组活塞空心轴上各连接制动器。

进气行程 a : 起动机将主轴 2 转动其转矩通过 A 组活塞侧的可控单向超越离
合器来转动 A 组活塞，此时 A1 活塞后部产生负压吸气，空气经进气口 5 进缸体
内 A1 活塞前部旋转到喷油器 8 位置时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 2 的拔爪拔动离合
器内外环脱离使 A 组活塞与主轴 2 分离，同时 A 组活塞侧制动轮制动使活塞停
止旋转而且不能反转只能正转转到一个活塞端面弧长距离进气行程终了。

压缩行程 b : A 组活塞停止的同时 B 组活塞侧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与主轴
和 B 组活塞接合转动 B2 活塞，B2 活塞后部进气前部空气压縮到 A 1 活塞后方此

压缩空气推动 A1 活塞，A1 活塞燃烧室 9 正好到喷油器位置时柱销挡住制动槽 A

组活塞制动轮制动，使 A 1 活塞停止，此时 B2 活塞前部紧靠着 A1 活塞后部，空

气压縮到燃烧室 9 内同时 B 组活塞侧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拔爪拔动离合器内外
环脱离使 B 组活塞和主轴分离，同时 B 组活塞侧制动轮制动，B 2 活塞不能反

转，此时燃烧室内压缩空气压力和温度升高可以点燃燃油，压缩行程终了。

做功行程 c : B 活塞压縮行程终了时紧着 A 组活塞制动松开，此时 A 组活塞

侧可控超越离合器内外环接合转动，同时喷油器 8 喷燃油，燃油燃烧做功推动
A 1 活塞旋转，连在一起的 A 3 活塞也旋转，A 3 活塞前部空气压缩后部进气，
同时 A 组活塞轮毂内的单向超越离合器 10 接合转动主轴 2 输出动力。

排气行程 d : A 3 活塞前部压縮行程末 A 1 活塞后部燃烧室 9 已到排气口 6 开

始排出废气，燃烧室 9 到扫气口 6 2 的前部位时另有鼓风机送的风通过扫气管 7

扫燃烧室里的残留废气。
发动机正常运转 e : A 活塞做功完时连在一起的 A 3 活塞前部正好空气压缩

到下一次燃烧做功活塞 B 2 后部，此空气压力推动 B 2 活塞的燃烧室转到喷油器
8 位置时 A 3 活塞紧贴着 B 2 活塞后部把空气压缩到燃烧室内压缩行程终了，同
时喷油器喷油，燃油燃烧 B2 活塞做功旋转，此时 B 组活塞侧轮毂内的单向超越
离合器 10 内外环接合转动主轴 2 输出动力，B2 活塞后部做功同时前部排气，连

在一起的 B 4 活塞前部把空气压缩后部进气使下一次行程循环做准备，也就是发

动机起动后正常运转，进气、压缩、做功、排气同时进行，因此不需要飞轮，



此时 B2 活塞后部的燃烧压力使处在压缩行程终了的 A 3 活塞停止旋转 , 是 A 组

活塞的旋转惯性力消除了， A 组活塞和 B 组活塞旋转方 向是一样 ，因此 A 组

活塞旋转惯性能量加在 B2 活塞后部做功的燃气上提高效率 。

综上所述转翼发动机进气、压缩、做功 、排气、四行程 的循环过程是合理的。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的转翼发动机 的四行程工作原理图

图 是本发 明的转翼发动机剖视图

图 3 是本发明中缸体和活塞剖视图

图 4 是本发 明中缸盖剖视图

图 5 是本发明中活塞剖视图

图 6 是本发 明中缸盖冷却水道剖视图

图 7 是本 明中缸盖、缸体、活塞立体图

图 8 是本发 明中活塞、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制动轮立体图

附图中 1 缸体 ，2 主轴 ，3 A 组活塞 ，4 B 组活塞 ，5 周边进气 口，6 周边排

气 口，7 扫气管，8 喷油器 ，9 燃烧室， 10 单 向超越离合器 ， 11 缸体冷却水 出

口， 12 冷却水道 ， 13 冷却水道壁 ，14 缸体冷却水进 口， 15 缸盖 ， 16 气缸盖

衬垫 ，17 端面进气 口，18 端面排气 口，19 缸盖冷却水进 口，20 缸盖冷却水 出

口，21 冷却水道 ，22 加强肋 ，23 螺栓孔 ，24 缸盖螺栓 ，25 空心轴轮毂密封

环槽 ，26 活塞 ，27 活塞 内腔 ，28 直角式旋转阀，29 空心轴油孔 ，30 冷却油

进 口，3 1 冷却油 出口，32 活塞空心轴 ，33 活塞轮毂气、油密封环槽 ，34 活塞

密封用油孔 ，35 活塞油密封槽 ，36 活塞气密封槽 ，37 活塞直角形密封片，38

弹簧 ，39 螺紋孔 ，40 滑动轴承，4 1 缸体螺栓 ，42 可控单 向超越离合器 ，43
离合器拔爪 ，44 杠杆 ，45 滑动圆盘，46 制动轮 ，47 螺栓孔 ，48 制动槽 ， 9
柱销 ， 0 凸轮 ，5 1 凸轮轴，52 凸轮轴承支撑架 ，53 凸轮轴轴承，54 从动齿

轮，55 轴齿轮 ，56 出油 口，57 驱动齿轮 ，58 风扇 ，59 轴承架 ，60 主轴承 ，

6 1 轴承盖 ，62 扫气 口，63 活塞轮毂 ，64 弧形孔 ，65 斜面腿件，66 轴套 。

下面接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

柴油转翼发动机主要组成结构是缸体 1 是固定安装在底座上，缸体上有一个

以上的周边进气 口 5，进气 口接通空气滤清器 ，还有一个 以上的排出废气用的周

边排气 口 6 , —个 以上的周边扫气 口 62 和一个 以上的周边扫气管 7，排气 口和



扫气口连接排气管，扫气口 62 的用途是另有鼓风机送的风进扫气管 7 后把活塞

燃烧室里的残留废气吹出，上述气口都没有气门是常幵式。

缸体上有一个以上的喷油器 8，燃油是由高压油泵抽送高压管入喷油器喷油，

喷油时间是活塞燃烧室 9 到喷油器的位置时和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内外环接触

或脱离时间来设定，如果用磁性离合器替代时燃烧室 9 到喷油器的位置时和，

此磁性离合器接通或断开时间来设定。

缸体上有周边冷却水进口 14、冷却水从散热水箱经水泵抽送进缸体内腔的冷

却水道 12 使缸体冷却后经冷却水出口 11 回水箱。

缸体两侧端面上均匀分布的安装缸盖用螺栓 4 1。

A 、B 两组活塞轮毂对侧面上各有安放气密封环和油密封环的环槽 33，一侧

大直径的密封环槽是气密封环槽，此环槽外径上有等距离的两个以上的羊角形
突起槽，此气密封环槽内外侧安放有羊角形突起部的圆形气密封环，此密封环

内侧上安放圆形密封环，此密封环的接头和有突起部的密封环的接头要错开，

另一侧小直径的密封环槽是油密封环槽，此槽是通过油孔与冷却油出口互通的，
油密封环是各有一个以上的内环和外环组成的，环的接头互相错开安装于环槽
内，气、油密封环底部有弹簧，上述气密封环和油密封环的作用是防止缸体内
气体从两组活塞轮毂间泄漏，空心轴轮毂上有羊角形突起的密封环槽 25，此空

心轴轮毂密封环槽内外侧面安放有羊角形突起部的密封环，此密封环内侧面另
安放圆形密封环。

转翼发动机活塞是 A、B 两组活塞组成，每组活塞轮毂外径上有两个以上的
活塞 26 固定连接而成，A 、B 活塞组互相交叉安放在缸体内，活塞空心轴轴线

和主轴 2 的轴线是同一线，活塞在轴线为中心圆周旋转，每一个活塞上有燃烧
室 9、内腔 27 和周边和两侧端面上互相连通的有两个以上的气密封片槽 36 和
一个以上的油密封片槽 35 油密封片槽的油是内腔 27 互通的油孔 34 供给，气

密封片槽和油密封片槽里分别安放两个以上串联的两边不等长的直角形气密封
片和油密封片 37，又一样的气、油密封片把两片以上接头互相错开叠层安放在
气、油密封片槽内，气密封片和油密封片的作用是防止活塞和缸体、缸盖间隙

里漏气。 ，

A、B 两组活塞轮毂内径上各用键安装外环主动 （活塞侧）内环从动 （主轴 2 )
的单向超越离合器 10，此离合器内环里用键固定安装主轴 2，单向超越离合器

是活塞做功时扭矩输出用的，两组活塞轮毂外侧各连接空心轴 32，活塞空心轴



3 是安装在缸盖内径上的滑动轴承 40 的内径里，空心轴内径里分别安装可控
单向超越离合器 4 2，此离合器外径上和空心轴 3 2 内径里有对称的两个以上的
凹面槽，此槽里流出冷却油，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 2 是外环从动 （活塞侧）内
环主动 （主轴 2 )，内环是用键安装在主轴上，此离合器 4 2 与主轴 2 结合或分
离带动活塞轴 32 旋转组成活塞走、停、走的间歇运动。

上述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和单向超越离合器是可以用磁性离合器来替代，此
时一个活塞组各只用一个磁性离合器，磁性离合器比单向超越离合器体积大因

此活塞轮毂或活塞空心轴内安装时相应的轮毂或空心轴做大，另外安装跟活塞
旋转同步的开关电路和电源系统，开关电路的触点安装在柱销 49 下端上，也可

以用活塞位置传感器和电子开关电路来替代触点开关电路。

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 2 的拔爪 4 3 的拔动是轴齿轮 55 旋转使啮合一起的从
动齿轮 54 转动，从动齿轮轴上连接凸轮轴 5 1，安装在凸轮轴上的凸轮 50 转动

推动柱销 49 的上、下平底从动件运动，柱销是安装在凸轮轴承支撑架 5 2 上，

支撑架是安装在缸盖内径壁上，柱销下端斜面腿件 6 5 在滑动圆盘 4 5 的弧形孔
64 内推动滑动圆盘 4 5，滑动圆盘内径两侧有装满滚珠，因此滑动圆盘是在轴上

能横向移动、周向旋转，滑动圆盘推动离合器拔爪上的杠杆 44 的动力臂，此杠

杆是小角度倾斜安装在离合器边上，此时拔爪上连接的杠杆的阻力臂角度旋转
使离合器拔爪 43 角度旋转使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的外环与内环分离，也就是实

现活塞轴和主轴的分离，拔爪旋转角度的大小是杠杆的两侧长短来调整，杠杆
4 是有回位弹簧，此弹簧的作用是滑动圆盘没有推力时杠杆回到原来位置上，

使主轴和活塞轴接合。

柱销 49 头部是斜面，上部和下部各有平底从动件，柱销中部有摆动弹簧，此

弹簧的作用是凸轮推动从动件使柱销头部进制动槽后，或出制动槽后保持原状，
柱销下端斜面腿件 6 5 推动滑动圆盘同时柱销头部进制动轮 4 6 的制动槽 48 内

使活塞制动，制动槽的前部是斜面正吻合柱销头部斜面，制动轮是用螺栓经螺
栓孔 47 安装在活塞空心轴端面的螺纹孔 39 里，制动轮制动时活塞不能反转可

是正转可以转到一个活塞端面距离后又挡住，这是因为制动槽的长度就这么长，
其作用是活塞在压缩行程末不要反转而且燃烧室 9 可以移动到燃烧做功行程位

置等待后燃烧开始前柱销出制动槽使制动松开活塞旋转，制动槽的弧长 1是等于
制动槽对应的活塞端面弧长 I 加柱销头部斜面前后厚度 a 合，即 1= I + a， A

组活塞旋转时 B组活塞要制动状态也就是两侧活塞空心轴上的制动轮分别作制



动和松开动作，此动作间隔的调整是轴齿轮 55 和从动齿轮 54 的传动比和凸轮
的每一循环即 δ 。+ δ s + δ 、+ δ 、二2 π 中推程运动角 δ 。和远休止角 δ s的大小来

调整设定，要凸轮、柱销和滑动圆盘的运动过程正时吻合活塞行程，活塞的旋

转启动时间是喷油器上次喷油后和下次喷油前的停止喷油时间的长短来调整。

凸轮机构的从动件是平底件，凸轮在上、下位置时各有一个从动件接触的结
构是柱销跟凸轮同步运动，这个结构比一般用，个从动件加回位弹簧的结构没

有滞后现象。

本发明的转翼发动机是用离合器来接合和分离主轴和活塞轴，离合器来转动
主轴的，一般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接合时间是 0 . 4/s 左右，磁性离合器接通时

间是《0. 3/s ，因此发动机是低速的，如果要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就用接合和分离

时间更快的离合器或离合器接合时间要提前也就是离合器拔爪的拔动时间要提
前，另外一种方法是发动机起动后转速达到一定值时不使用可控单向超越离合
器 42，具体方法是主轴 2 上固定安装轴套 66, 轴套上的孔上用柱销活动安装锐

角形杠杆的支点，此杠杆的动力臂上连接重球，动力臂上另连接弹簧的一端，

此弹簧的另一端连接在轴套上，杠杆的阻力臂是比动力臂短，动力臂是支点为
中心与阻力臂形成锐角，此阻力臂上连接钢丝绳的一端，钢丝绳的另一端是连
接在拔爪上的杠杆 44 的动力臂上，运转方式是主轴转动达到一定的转速时重球

产生离心力克服弹簧的拉力往周向拉动杠杆的动力臂，此时阻力臂上连接的钢
丝绳拉动杠杆 44，此杠杆拔动离合器 42 的拔爪 43 使活塞轴和主轴分离，发动

机活塞 自动运转，因此发动机转速不受离合器 42 的限制，转速可以达到高速。

缸盖 15 是一样的两个件在缸体两侧端面有均匀分布的螺栓 4 1 螺栓上对应螺
栓孔 23 安装两侧缸盖 15 后用螺母拧紧，缸盖和缸体之间安装气缸盖衬垫 16 防

止缸体内气体泄漏。

缸盖内径上安装滑动轴承 40，两侧缸盖外端面与缸体进气口 5 对应处有同数

的两侧端面进气口 17，进气口 5 和 17 与空气滤清器联接，还有缸体排气口 6 对

应处有同数的两侧缸盖端面排气口 18，排气口 6 和 18 联接排气管，进气口和排

气口都没有气门，是常开式。

另有缸盖冷却水进口 19，冷却水经过冷却水道 21 时对缸盖进行冷却后经冷却水

出口 20 流出。

缸盖外面低处和高处有加强肋 22 使增强刚度，两个缸盖外侧螺栓 24 上安装

轴承架 59 用螺母固定，两侧轴承架里各安装主轴承 60 此轴承内径上过盈配合



安装主轴 2，此轴后部是动力输出端，轴的前部用键安装驱动齿轮 57，驱劝齿

轮的作用是与传动链啮合转动高压燃油泵、水泵、机油泵、发电机、鼓风机等
发动机运转所需要的机器提供动力，这些机器部件在发动机前部适当的部位安
装，主轴 2 的最前端安装风扇 58，风扇前面有散热水箱，此水箱的冷却水由水

泵抽入管道，进各进水口、冷却缸体和缸盖后出水 口与回流管接通流到水箱形

成冷却水循环使发动机机体温度控制。

油冷却和油润滑是底座内油底壳里的机油经滤网后用机油泵抽送油管到直角
式旋转阔 28 进活塞空心轴油孔 29 和经冷却油进口 30 进活塞内腔 27 里冷却活
塞和活塞油密封环槽和活塞轮毂油密封环槽供油后经出口 3 1到可控单向超越离
合器 42 和活塞空心轴 32 之间的两个以上的凹面间隙里往外流出同时对离合器，
滑动圆盘、凸轮、齿轮等进行润滑，另进入油孔 29 的油经小孔进滑动轴承 40

进行润滑，机油对活塞冷却和各零件进行润滑后从出油孔 56 回到油底壳完成循
环。

如果再提高效率可以用增压技术，此时进气口接增压器送风管上，此时压缩
比 ε 要小一些。

转翼发动机做成汽油发动机时，上述柴油喷油器要拆卸后此处换装火花塞，
此火花塞接线点火系统，另安装蓄电池、发电机等电源系统和燃料供给系统，进
气口接至化油器或电控喷射装置，压缩比 ε 要调整小一些不要燃气 自然着火爆
燃。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转翼发动机没有曲柄连杆机构和进气门、排气门及连动机
构因此机械性磨损小、能量损失小、噪音降低而且有效解决了活塞停止时惯性
力和活塞和主轴分离与接合而且旋转惯性能量再利用提高了效率，总容积与排
量之比高、升功率高、机体紧凑、压缩比任意设定可以制造汽油转翼发动机或
柴油转翼发动机。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旋转翼活塞发动机，包括缸体、缸盖、活塞、离合器，其特征是：

主要由底座和活塞轮毂 （63 ) 外径上连接的活塞 （26) 和安装在活塞轮毂内

径里的单向超越离合器 （10) 和活塞轮毂外侧面上连接的空心轴 （32) 和安装

在空心轴内径里的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2) 和此离合器拔爪 （43) 的拔动部
件、制动器、安装在离合器 （10 、42) 内径里的主轴 （2) 和冷却、润滑系统
组成，主轴 （2) 轴线和两组活塞空心轴 （32) 轴线是同一线，做功完的一组

活塞停止时的惯性力是下一次另一组活塞做功时的燃烧压力来消除。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旋转翼活塞发动机，其特征是：

底座上安装的缸体 （1) 的圆周面上有一个以上的周边扫气口 （62) 和一个以

上的扫气管 （7)，扫气管连接鼓风机。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旋转翼活塞发动机，其特征是：

缸体内交叉安放 A、B 两组活塞，每组活塞是活塞轮毂 （63) 外径上连接的各
有两个以上的活塞 （26) 组成，每一个活塞后部有燃烧室 （9) 和内腔 （27)，

活塞上的气密封槽内安放两个以上串联的两边不等长的直角形气密封片 （37)，

此槽内又叠层安放一样的气密封片，活塞上的油密封槽内安放两个以上串联的
两边不等长的直角形油密封片，此槽内又叠层安放一样的油密封片，A、B两组

活塞轮毂对侧面上各有安放气密封环和油密封环的活塞轮毂气、油密封环槽
( 33) ，大直径的气密封环槽外径有羊角形突起槽，此环槽内外侧上安放有羊

角形突起部的气密封环，此气密封环内侧上安放另外圆形气密封环，另一侧活

塞轮毂对侧面上的小直径的油密封环槽内安放两个以上的油密封环。

4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旋转翼活塞发动机，其特征是：

活塞轮毂 （63) 外侧面上连接活塞空心轴 （32)，活塞轮毂外侧面上有羊角形

突起的空心轴轮毂密封环槽 （25)，此槽内的外侧上安放有羊角形突起部的气

密封环，此密封环的内侧上另安放圆形气密封环，活塞空心轴是安装在缸盖内
径里的滑动轴承 （40) 内径上，活塞空心轴一侧有空心轴油孔 （29)，活塞空

心轴端面有螺纹孔 （39)，活塞轮毂内腔里安装单向超越离合器 （10) ，此离合
器内径里用键安装主轴 （2), 活塞空心轴内径里安装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2)

此离合器内径里安装主轴 （2), 单向超越离合器 （10) 和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2) 是用一个磁性离合器来替代，此时另安装电源及开关电路，开关电路用

触点开关电路或电子开关电路。 。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旋转翼活塞发动机，其特征是：

可控单向超越离合器 （42) 上的拔爪 （43) 是接触杠杆 （44) 一端，杠杆的另

一端是接触滑动圆盘 （45 )，拔爪的旋转角度大小是杠杆的两侧长短来调整，
制动轮 （46) 是安装在活塞空心轴 （32) 端面上，制动轮内径上有两个以上的

制动槽 （48)，制动槽前部是斜面，制动槽的弧长是等于活塞端面弧长加柱销
厚度的合，柱销 （49) 是安装在凸轮轴承支撑架 （52) 上，支撑架是安装在缸

盖内径壁上，柱销头部是斜面跟制动槽的斜面吻合，柱销上部和下部各连接凸
轮接触的平底从动件，柱销中部有摆动弹簧，柱销下端斜面腿件 （65) 是在滑
动圆盘 （45) 的弧形孔 （64) 内运动，主轴 （2) 上安装轴套 （66 ) ，此轴套上

安装锐角形杠杆的支点，此杠杆的动力臂上连接重球和弹簧，此弹簧的另一侧
是连接在轴套上，阻力臂上连接钢丝绳的一端，此钢丝绳的另一端连接拔爪上
的杠杆 （44) 的动力臂上，凸轮 （50) 是安装在凸轮轴 （51 ) 上，凸轮轴连接

从动齿轮 （54)，此齿轮啮合轴齿轮 （55), 主轴 （2) 两侧各有轴齿轮。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旋转翼活塞发动机，其特征是：

冷却和润滑用油是从直角式旋转阀 （28) 进空心轴上的油孔 （29 ) 经冷却油进
口 （30) 到活塞内腔 （27) 进行冷却活塞后出油孔 （31 ) 经离合器和活塞空心

轴之间两个以上的凹面间隙流出同时对离合器、滑动圆盘、凸轮、齿轮进行润
滑，另外给滑动轴承 （40) 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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